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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后勤协会 2022 年课题立项名单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牵头单位 

重点课题（10 个） 

ZDKT2022001 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后勤管理模式研究 郭林文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后勤研究院 

ZDKT2022002 新时代高校后勤人才培养与评价体系建设研究 张冠勇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后勤研究院 

ZDKT2022003 高校后勤危机管理案例研究 
王太芹 

黄  河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后勤研究院    

吉林大学 

ZDKT2022004 新时代高校后勤开展劳动教育的路径与创新 
宋大我 

李向前 
中国人民大学 

ZDKT2022005 新时代高校“双碳后勤”建设路径研究 刘  向 
广西高等教育学会后勤管理研

究专业委员会 

ZDKT2022006 协同育人视角下劳动教育课程教师评价体系研究 郑恒山 北京师范大学  

ZDKT2022007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校后勤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田合雷 合肥工业大学 

ZDKT2022008 数字时代高校“智慧后勤”建设路径研究 李  寒 华中农业大学 

ZDKT2022009 新时代高校公房有偿使用改革困境及解决路径 张  为 天津大学 

ZDKT2022010 新时代高校后勤劳动育人创新实践研究 钱明俊 江苏环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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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课题（86 个） 

YBKT2022001 高校后勤人工成本管控优化研究 杨绮雯 北京科技大学 

YBKT2022002 高校后勤短视频宣传策略研究 程振伟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YBKT2022003 协同视域下高校后勤监管体系研究 胡蓓琳 合肥工业大学 

YBKT2022004 高校后勤舆情分析及应对研究 刘  凡 华中农业大学 

YBKT2022005 高校后勤财务内部控制体系构建研究 张  丽 淮北师范大学 

YBKT2022006 高校后勤数据治理路径研究 张  平 江苏科技大学 

YBKT2022007 基于分类评价视角下的高校后勤人才培养与评价体系研究 张  萍 上海大学 

YBKT2022008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校后勤管理模式实践研究 任龙刚 西安欧亚学院 

YBKT2022009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后勤管理模式

创新研究 
陈  恳 云南师范大学 

YBKT2022010 多重制度逻辑冲突下高校后勤外包项目优化策略研究 彭丽君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YBKT2022011 高校学生公寓服务能力提升研究 沈  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杭州创新

研究院（余杭） 

YBKT2022012 新时代高校后勤劳动育人实践研究 信  心 北京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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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KT2022013 高校后勤“育人共同体”建构路径探究 徐野男 大连海事大学 

YBKT2022014 高校后勤“三全育人”特色实践研究  李庆懿 东北林业大学 

YBKT2022015 学生公寓“生活导师制”育人体系建设研究 田和军 西北大学 

YBKT2022016 高校后勤育人案例研究 郭智慧 广西民族大学 

YBKT2022017 少数民族非遗文化融入高校“三全育人”的体系构建与实践 王建华 桂林理工大学 

YBKT2022018 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师资队伍培养与评价体系建设研究 李万里 兰州大学 

YBKT2022019 “厨艺课堂”精品劳动教育课程体系研究 刘  云 青岛大学 

YBKT2022020 
基于“空间生产”视域的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真实

共同体”建设研究 
李春家 青岛科技大学 

YBKT2022021 “全员育人”视角下高职院校书院育人途径探索 李明杰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YBKT2022022 “三全育人”视角下高校学生社区劳动教育模块研究与实践 唐丽娟 首都医科大学 

YBKT2022023 高校学生公寓阳光生态圈的培育和探索 张文基 太原理工大学 

YBKT2022024 高校后勤服务企业服务育人实践研究 陈爱萍 苏大教服集团 

YBKT2022025 
新时代高校学生公寓劳动教育协同培育路径及评价体系

研究 
史晓腾 天津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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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KT2022026 高校后勤“三全育人”实施路径研究 张远军 西北大学 

YBKT2022027 
“三全育人”背景下高职院校后勤服务育人效果影响因素

实证研究 
王  雄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YBKT2022028 “五育并举”视域下地方高校后勤劳动教育实施路径研究 赵  爽 长春工业大学 

YBKT2022029 新时代高校后勤的劳动教育功能及体系构建研究 李  峤 中国计量大学 

YBKT2022030 新时代高校制止学生食物浪费行为路径研究 鲍  博 北京科技大学 

YBKT2022031 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高校食堂保供稳价路径研究 姚  璐 哈尔滨工业大学 

YBKT2022032 高校食堂就餐服务模式探究 张华松 杭州师范大学 

YBKT2022033 高校食堂精细化核算对成本管控的探究 张春英 华中农业大学 

YBKT2022034 医学类高校营养轻食推进实践策略研究 高  明 南京医科大学 

YBKT2022035 高校食堂餐饮浪费影响因素研究 周  慧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YBKT2022036 高校食堂推行“六 T 管理法”难点研究 郑少单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YBKT2022037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院校防治学生食物浪费行为路径

研究 
陈婷婷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YBKT2022038 校企协同校园餐厨垃圾资源化实践模式研究 徐继安 武汉工商学院 



6 

YBKT2022039 高校食堂标准化快检实验室建设探讨 郑玲玲 中国矿业大学 

YBKT2022040 高校学生食堂食品安全二十个“十规范”研究 孔剑平 中国烹饪餐饮协会山西分会 

YBKT2022041 高校学生营养需求的营养配餐设计与推广研究 周敏华 南京医科大学 

YBKT2022042 “安全网格化管理”在高校学生公寓运用研究 黄海峰 江苏科技大学 

YBKT2022043 高校学生民族多元化背景下学生公寓管理创新研究 黄鹏飞 新疆艺术学院 

YBKT2022044 “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路径研究 李晓东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YBKT2022045 智慧校园背景下高校学生公寓智能化建设研究 黄翠芬 云南工商学院 

YBKT2022046 
疫情防控视域下构建高校学生公寓心理危机动态预防干

预系统研究 
刘晓娟 济南大学 

YBKT2022047 基于上海疫情防控实践向度的高校宿区应急管理研究 孟  轶 上海理工大学 

YBKT2022048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高校公寓安全稳定 STABLE 体系构

建及实证研究 
张心怡 青岛理工大学 

YBKT2022049 节水型高校评价指标体系优化及经典案例研究 陈  悦 南昌大学 

YBKT2022050 绿色校园建设典型案例研究 陈弘正 浙江中医药大学 

YBKT2022051 以水效领跑为载体的高校节水提升措施研究 陈志刚 中国矿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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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KT2022052 基于多信息维度模型的高校建筑能源管理研究 李永新 首都师范大学 

YBKT2022053 节水型高校建设模式与建设方案研究 王静红 上海威派格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YBKT2022054 基于学生用能行为分析的低碳校园规划策略研究 闻  达 徐州工程学院 

YBKT2022055 高职院校绿色校园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吴  斌 抚顺职业技术学院 

YBKT2022056 湖北高校绿色校园建设典型案例研究 叶育桩 武汉工商学院 

YBKT2022057 绿色学校建设四个维度研究 袁文霞 合肥工业大学 

YBKT2022058 校园能源综合管理平台建设研究 岳  明 
江苏联宏智慧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YBKT2022059 高校碳排放控制技术应用及减碳实施路径研究 赵军芳 河南理工大学 

YBKT2022060 高校能源管理多维分析模型构建研究 马  柯 中国矿业大学 

YBKT2022061 高校能源信息化管理中数据采集与数据分析的应用研究 安  玉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YBKT2022062 基于高校合同节水项目的智能化管理平台研究 方焱松 合肥工业大学 

YBKT2022063 高校校园智慧用能运维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米  欣 沈阳工业大学 

YBKT2022064 绿色低碳理念下的校园景观设计策略研究 杨亚涵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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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KT2022065 低碳校园景观规划改造研究与实践 于  坤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YBKT2022066 新时期绿色学校创建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 贾腊江 西北大学 

YBKT2022067 高校物业外包成本控制研究 王德静 南开大学 

YBKT2022068 高校科研用房绩效评价与成本分担研究  施方波 浙江师范大学 

YBKT2022069 
基于《普通高等学校建筑面积指标》的高校公用房屋定额

核算及成本分担机制研究 
汪新军 华中科技大学 

YBKT2022070 基于可视化技术的高校公房优化配置方案研究 张晓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YBKT2022071 运用法律手段维护高校国有资产合法权益的实践性研究 郑宝金 南开大学 

YBKT2022072 高校教学科研用房绩效评价与成本分担研究 罗丽婷 天津大学 

YBKT2022073 智慧校园服务保障平台建设实践 陈仲元 中国矿业大学 

YBKT2022074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校文创设计商业路径研究 戚天豪 南京医科大学 

YBKT2022075 学生校园消费多维度模型构建研究 张  磊 
西安华煜高校后勤服务有限

公司 

YBKT2022076 高校新零售企业基于时空价值主张的商业模式创新研究 毕  磊 山东农业大学 

YBKT2022077 乡村振兴战略下高校开展消费帮扶的模式与策略研究 李晓夏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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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KT2022078 
高校商业服务数据深度挖掘及学生校园消费多维度模型

构建研究 
黄粤涛 中国人民大学 

YBKT2022079 绿色校园建设背景下高校生活垃圾回收物流系统优化 吴加广 南华大学 

YBKT2022080 校园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困境及对策研究 严维博 西安石油大学 

YBKT2022081 后疫情时代“新业态”赋能高校优质服务研究 金代志 哈尔滨商业大学 

YBKT2022082 低碳校园规划设计技术研究与零碳建筑示范研究 
张鹏飞 

王志强 

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

项目指挥部 

YBKT2022083 “双碳”背景下房屋修缮及能源结构调整探索研究 程  勃 吉林大学 

YBKT2022084 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的高校修缮节能管理探索研究 邓金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YBKT2022085 高等学校建筑低碳规划建设管理技术路径研究 徐朝阳 皖南医学院 

YBKT2022086 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的校园修缮路径探索 展利民 曲阜师范大学 

 


